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臻 刘慕
寒） 近日， 来自南华大学的一名
留学生、 尼日利亚妈妈带着四个
月大的孩子前来衡阳市蒸湘区蒸
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疫
苗。 在当地， 只要在社区居住满
三个月，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会
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 不论是外
地的还是外国的， 只要是有孩子
的家庭都可以带孩子来接种疫苗。

该区将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

务均等化工作列为重点， 按照属地
化管理原则， 将流动人口管理与服
务纳入总体发展规划内容， 深入推
进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2016年， 该区蒸湘街道
创建了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
服务 “均等化” 省级示范单位。
2017年 1月， 蒸湘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已经为辖区内居住满 6 个月的
7000 多名流动人口基本建立了健
康档案， 建档率达到了 90%以上。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桂山 王
敏） 近日，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组织志愿服务队带着 34 份沉甸甸
的 “爱心礼包”， 驱车来到永兴县
塘门口镇中心小学， 开启留守儿
童 “微心愿” 圆梦之旅。

该院在 “微心愿” 志愿服务
活动中， 从该校收集到 34 名留守
儿童的 “微心愿”， 内容涵盖儿童
的生活必需品、 学习用品、 文体娱

乐、 生活帮扶等。 该院随后在全
院范围发起 “献爱心送关爱” 活动
倡议， 医院干部职工积极响应， 踊
跃认领 “微心愿”， 捐款捐物， 筹
集资金 6000 余元购买了篮球、 羽
毛球、 书包、 图书等体育和学习
用品， 以及 《中小学生自救自护
安全手册》 送给许下 “微心愿”
的儿童们， 让孤贫、 留守、 单亲
等特殊儿童感到浓浓的温暖。

������本报讯 （通讯员 邹湘林）
5 月 6 日，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原会长、 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一行视察永州市妇幼保健院。
张文康详细了解了该院的基础
设施、 业务开展、 人才队伍和
发展现状等情况， 视察了产科
住院部、 产科休养区、 儿童保
健中心、 产后康复中心和儿童
早期发展示范基地等现场， 对
该院不断优化服务取得的成
绩给予肯定。

该院以守护生命起点 、
保障母亲安全 、 服务妇女儿
童健康为己任 ， 不断优化服
务模式， 拓展服务领域 ， 提
升服务质量 ， 特别是该院地
中海贫血防控工作全面推开，
全市 64.1%的助产机构开展了
地中海贫血血液表型筛查 ，
血常规筛查阳性血红蛋白分
析检测率、 基因检测率分别
达 70.1%和 40.0%。

�������5 月 8 日， 是可口可乐 131
周年的生日， 当天， 中粮可口
可乐华中饮料有限公司发出
“你的爱心点燃新的生命” 献血
倡议书。 5 月 12 日， 长沙血液
中心无偿献血车开进该公司，
员工们踊跃报名积极加入到爱
心献血的行列中。

通讯员 胡利饶 摄影报道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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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袁桂湘 龙
向阳） “这是创举， 很接地气，
让我们患者或病人家属等给这
次全州首届 ‘最美卫计人 ’ 颁
奖， 充分表达了我们群众对获
奖者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5 月
14 日， 71 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吉首市石家冲社区居民
张瑞珍谈到 5 月 10 日晚， 自己
作为患者和病人家属代表给州
民族中医院张松青医生颁奖的
事情， 十分兴奋。 “张松青主
任医师不仅医德高尚 ， 更是医
术精湛。 我和老伴一有什么事，
就马上打他的电话， 他在我们
群众心中铸就了 ‘为民好医生’
的金口碑！” 张瑞珍老人还逐一
回顾了张松青医生给她老伴治
病的 4 件往事， 如数家珍， 感谢
和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5 月 10 日晚， 在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建州 60 周年大庆

及第 106 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
际， 湘西首届寻找 “最美卫计
人” 大型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在吉
首市举行。 州人民医院医生黄纯
海、 州民族中医院医生张松青、
州精神病医院周莉、 吉首市人民
医院田芳、 古丈县人民医院张美
珠、 泸溪县浦市镇中心卫生院石
喜跃、 花垣县花垣镇妇幼保健和
计划生育服务站伍建丽、 保靖县
葫芦镇中心卫生院龙显斌、 永顺
县青坪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站王章庆、 龙山县茨岩塘镇凉水
村彭继焕这 10 位湘西首届 “最
美卫计人” 及凤凰县疾控中心刘
兴艳等 10 位 “最美卫计人提名
奖” 获得者依次登台受奖。

此次颁奖晚会视频短片以微
电影的表现形式， 通过记录 “卫
计人” 的感人故事 ， 反映他们
“医者仁心” 的无私精神， 通过
宣传卫计人的精湛医术和崇高

医德， 传递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勾勒 “最美卫计人”
的大爱形象， 诠释 “卫计为民” 的
生动内涵。 特别是晚会中颁奖环节
一改以往的传统模式， 设立了开奖
嘉宾和颁奖嘉宾， 开奖嘉宾邀请了
卫计部门部分优秀典型来为 “最美
卫计人” 颁奖， 意在对高尚职业品
德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邀请 8 位患
者和 2 名育龄妇女颁奖， 意在———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只有
群众对我们的服务满意了， 就是对
我们工作的最大褒奖。

晚会分为 《苍生大医 至精至
诚 》 、 《杏林情暖 着手成春 》 、
《厚德载物 大爱湘西》 三个篇章，
以卫计人爱岗敬业 、 “最美卫计
人” 的仁心仁术、 卫计系统的精准
扶贫医疗帮扶救助扶贫等历史使命
和社会责任为主线， 传递出医患情
长、 晚会主旋律及健康湘西、 和谐
卫计美丽蓝图的满满的正能量。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5 月 9
日， 笔者从郴州市汝城县卫生计生局
获悉 ， 今年该县共确认计生 “两扶 ”
对象 1789 名， 其中计生奖扶对象 1700
名， 计生特扶对象 89 名。

今年来 ， 该县开展新增 “两扶 ”
对象核查， 同时对往年的 “两扶” 对
象进行了年审。 按照个人申报、 调查
核实和公示等程序， 最终确认全县计
生奖扶对象 1700 名， 继续在国家规定
的标准上提高 50%发放奖扶金； 计生
特扶对象 89 人， 继续每月在国家确定
标准上增发 300 元特扶金。

郴州市汝城县：
确认计生“两扶”对象 1789 名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文 胡方） 为
纪念 “5·12” 国际护士节， 展示全县护
士风采， 5 月 11 日， 邵阳市隆回县庆
祝 5·12 国际护士节暨优秀护士表彰文
艺晚会在县影剧院举行， 为罗丽霞等
37 名优秀护士颁发了荣誉证书。

晚会在充满喜庆氛围的舞蹈 《共圆
中国梦》 中拉开帷幕， 通过舞蹈、 小
品、 情景剧等形式诠释了护理工作人员
无私奉献的博大情怀， 特别是县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表演的 《二孩来
了》、 德铭医院的情景剧将 “护士长王
晓琴火车上救人不留名” 这一义举搬上
了舞台， 赢得了评委和观众们的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让定） “一个
矿泉水瓶， 一个药瓶橡胶塞， 经过消毒
处理， 创新 ‘改造’ 后， 变成了方便患
者的简易护理用具。” 5 月 11 日， 在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一场
别开生面的护理技能创新大赛， 见证了
该院护理团队的创新精神。

近年来， 该院着力优质护理、 中医
特色护理等建设， 先后创新优化了扶阳
罐、 刮痧、 耳豆埋线等 18 项中医特色
护理操作， 成为该院发展的新增点和新
亮点。 此次护理技能创新大赛， 旨在进
一步强化全院护理人员的创新意识。 活
动中， 全院 13 个护理单元分别用 PPT
从创新的目的、 内容及使用价值等方面
系统展示了创新护理的小技巧。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瑛） 俯下身子
帮助便秘的老人挖出大便， 口对口为危
重病人做人工呼吸， 把精神病人当作亲
人对待……这些都是护士用爱呵护患者
的寻常情景。 5 月 12 日， 长沙市长沙
县举办 “寻找最美护士” 颁奖典礼暨
“微理论·微演讲” 决赛。

该县卫计局在全县卫计系统组织
开展了 “寻找最美护士” 活动。 经活
动组委会严格审查、 综合评定， 授予
长沙县第一人民医院吴红艳等 10 名同
志 2017 年度长沙县卫计系统 “最美护
士” 荣誉称号， 授予长沙县第一人民
医院刘爱君等 19 名同志 2017 年度长
沙县卫计系统 “最美护士” 提名奖。

中医护理技能创新成新亮点

隆回举办护士节文艺晚会

长沙县为“最美护士”颁奖

你的爱心
点燃新的生命

特邀患者颁奖


